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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

从容……”生而老，是人类不可抗

拒的自然规律。重阳节到来之

际，记者走近几位“老有所爱、老

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普通人，他

们的生活或许对老年朋友有所启

发。

老有所爱，退休老干
部迷上了太极拳

今年70岁的洪老先生如今是

一个标准的太极迷，一天不练太

极拳就感觉浑身不舒服。在他的

带动下，老伴、女儿、女婿也成了

太极迷。

洪老先生之前是一位公务

员，刚退休时，他整日无所事事，

过得很枯燥。2007年的一个傍

晚，他散步时偶然看到市体育中

心内一群男女在打太极拳，就凑

了过去，在老师的介绍下，他逐步

开始跟着练起来，没想到很快就

爱上了这项运动。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感觉已经离不开太极拳

了。每天清晨起床后，洪老先生

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场地和大伙一

起锻炼，一起享受运动的乐趣，这

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重要内容。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洪老先

生一直坚持不懈，他的太极拳水

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上班时所患

的心脏病、高血脂、腰腿疼等毛病

都不治而愈，这几年，他基本没吃

过药，甚至连感冒都很少得。

洪老先生以自己的感悟写了

一首打油诗来与老年朋友共勉：

岁月匆匆几多春，转眼花甲古稀

临；长生不老乐处寻，心态放平重

养生；健身莫丢精气神，太平盛世

享天伦。

老有所为，练字作画
为贫困儿童义捐

63岁的林有森原在市内一家

工厂做行政经理，因身体虚弱，他

于2005年提前离开工作岗位。当

年，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报了

泉州师院大专函授班美术专业。

随后，他又报名参加了中国书画

函授大学泉州分校的美术班，专

学国画创作。在美术班学习三年

后，他又萌生了学习书法的念想，

参加了函授大学书法班，花三年

时间修炼书法技艺。

林有森说，用笔墨歌颂祖国

和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新风貌，

用书画为群众积德行善，对社会

付出奉献，这才是陶冶心灵，老有

所为的意义所在。他每年总要多

次参加家乡商会组织的书画义拍

义捐活动，不惜墨宝义捐筹钱救

助贫困失学儿童，抢救危病患者，

支援贫困乡村建设。去年12月，

在家乡商会的一次慈善活动中，

他的一幅牡丹国画和一幅书法作

品分别以3000元和2000元的价

格拍出，所得善款通过商会捐给

了两名辍学孤儿。他还经常去边

远乡村和山区做慈善活动，安溪、

永春、德化等乡村和山区都留有

他义画义捐的身影。

老有所乐，照看孙辈
享受天伦之乐

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是每个

老人最向往的事。今年67岁的蔡

老和老伴已经退休多年，他们的

儿子在厦门上班，前几年结婚生

子后，由于儿子媳妇工作忙，又不

放心把孩子交给保姆照看，于是

蔡老夫妻就被邀请到厦门帮忙。

“儿媳妇是上海人，她的父母

年纪比我们还大，原来两家父母

轮流到厦门照看小孙子，现在孙

子大点了，我们把孙子接到石狮

的家里来养，我和老伴把照看孙

子当成我们的事业。”蔡老说道。

现如今，蔡老夫妻俩每天的

全部时间都是围着孙子转，几乎

没有时间看电视和出去散步。“日

子过得挺快的，如今孙子已经快3

周岁了，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

蔡老说，等孩子上学后，他们就能

腾出多一点时间锻炼身体，当然

还不耽误接送孙子上学放学。“照

看孙子给我们的晚年增添了很多

乐趣，今后我们一家人就在一起

享受天伦之乐了。”

（记者 张军璞）

本报讯 为方便

群众，提高服务质

量，市卫计局服务窗

口开通“绿色通道”，

积极主动靠前服务，

受到了经营者的好

评与肯定。

记者了解到，泰禾广场开业前期，因商户多，要办

的相关证照也多，为方便这些商户，卫计局服务窗口

积极主动靠前服务，提前介入，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

对这些商户的审批许可效率。首先是集中受理，由泰

禾广场行政部统一到窗口领取一次性告知单，再由窗

口通知市卫生监督所对各公共场所进行预防性卫生

审查；其次是设立范本，在服务窗口为各公共场所商

户提供标准的材料范本，如卫生管理制度、方位图、经

营场所平面布局图等相关内容，以减少提交的材料不

完全、不规范、表格填写错误带来的烦恼；此外，采取

容缺预审的方法，对所申请的受理材料，在规定的时

间内采用边办、边补、边改的方法，并指定专人对许可

事项进行跟踪落实。

方便商户的另一项措施就是开通“绿色通道”，缩

短审批时效，时限压缩60%。对材料符合的公共场所

商户，集中进入现场审查，审查合格的及时审批，第一

时间领证；对于审查不合格的公共场所，帮助其尽快

整改到位，按时领取《卫生许可证》。

截至9月底，泰禾广场已有12家公共场所商户提

前领取了《卫生许可证》，此举受到了泰禾广场各公共

场所经营者的好评与肯定。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王自力）

本报讯 昨日，阳光太太

志愿者协会走进古浮慈爱老

人院，为老人们送上阳光太太

们的祝福，以及2000元慰问金

和200件衣服（50件夹克，150

件红色上衣）等，愿老人们安

康幸福、快乐百年！

此外，阳光太太们还给

老人们带来了弘扬中华民族

敬老孝老传统美德的传承演

出。演出以一首“爱的奉献”

合唱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其

中姐妹们自编、自导、自演的

闽南语“翘家人”让在场的老

人们看得心花怒放，笑声阵

阵。

昨日上午，石狮市莆田

商会一行人在会长林明椿

的带领下来到古浮慈爱老

人院，为老人院的老人们送

去价值两万七千元的羽绒

服和一万元慰问金，以及节

日的祝福。

（记者 欧润珊 李少钧 刘晓娟）

本报讯 21日，石狮康都

国际水疗会组织员工到石狮

玉湖社区进行敬老献爱心活

动，为老人们送上了节日的祝

福。

“爷爷您慢点，让我们来

为您洗一次脚。”当天下午，在

玉湖社区内，来自康都的志愿

者们有的忙着发慰问礼物，有

的帮老人洗脚、按摩，随后还

与老人们拉家常。老人们说，

今年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重

阳节，让人倍感温暖。

（记者 王文豪）

本报讯 10月20日，市生态环

境保护局有关负责人带队走访、慰

问鸿山镇东埔一村4户挂钩帮扶计

生困难户，了解和帮助解决家庭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并向每户困难户

提供1000元的慰问金。

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自觉履行和落实社会责任，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以结对帮扶困难群众

为载体，把走访慰问活动作为深化

“下基层、访群众、办实事”活动的大

事来抓，了解群众的期盼和呼声，解

决群众实际困难。年初，该局组织

人员先后走访慰问了蚶江大厦、莲

东、锦江及永宁洋厝的6户计生困难

户和残疾人家庭；10月10日，该局

还组织人员前往宝盖杆头、锦尚杨

厝慰问两户挂钩帮扶对象。在走访

慰问活动中，该局工作人员还不忘

听取他们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从而改进生态环保工作。

（记者 林恩炳 通讯员 蔡金万）

本报讯 昨日上午，林边社区
老人协会内一片欢声笑语。湖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和

林边小学、新苗幼儿园的师生们

一起给老人们送去节日温暖。

现场，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务人员给老人们量血糖、

测血压，并嘱咐老人们注意一些

生活饮食习惯；林边小学和新苗

幼儿园的师生们则给老人们表

演了文艺节目，把老人们乐得合

不拢嘴，最后师生们还贴心地为

老人们送上节日蛋糕。

10月21日，贝林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用精心编排的节目，

与自己的爷爷奶奶们共同欢庆

节日的到来。

（记者 蔡怡婷 林珊雅）

本报讯 昨天是重阳节，石狮市
侨台外事局组织人员前往永宁浯沙

村、锦尚锦尚村等地，慰问本市归国

老华侨及眷属，并送上慰问金。

记者获悉，今年来，石狮市侨

台外事局多次深入村居，关心、关

爱归国老华侨，慰问特困侨胞及眷

属，加强对贫困归侨侨眷的帮扶力

度，努力为归侨侨眷排忧解难，协

调解决贫困归侨侨眷在就业、就

学、就医、住房等方面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就在近期，石狮市侨台外

事局还帮助多名归国华侨协调处

理了回国定居手续。石狮市侨台

外事局不断加强与第三代侨亲的

联系，适时拜访，组织交流，密切了

侨亲与家乡的联系。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高思明）

本报讯“我代表全所民
警来看望您老人家，祝您节

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幸

福!”昨日下午，宝盖派出所

组织探访慰问辖区困难老

人。

探访慰问中，民警为老

人送上水果、食用油、大米等

生活用品及节日的问候和祝

福，并与老人围坐在一起聊

家常，详细了解了老人的身

体状况和生活饮食起居情

况，并表示如果在生活中遇

到困难可以通过电话与村、

居委会或派出所联系。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魏薇）

本报讯 10月21日，在中华民

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节日“重

阳节”当天，蚶江边防派出所联合仁

建基金会开展重阳佳节慰问金发放

仪式，为老人们送上深深的祝福。

期间，该所官兵向老人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并讲述了今年来辖区

老人基本情况、涉老龄人案件发案

情况以及相关安全防范措施。老人

们激动地说：“每逢过节，你们都不

忘来这里看望我们，给我们送钱送

东西，特别是在抗台风工作中，你们

不顾个人安危为我们抢救物资，你

们真是我们的保护神……”该所教

导员表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拥政爱民是人民军队的

光荣传统，作为人民的子弟兵，理应

让好传统继续发扬下去，让老人切

实感受到边防官兵的深情厚谊。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林南海）

本报讯 昨日上午，在石狮务工

的徐先生带着一面锦旗来到凤里派

出所，感谢民警为其找回遗失的钱

包。说起徐先生找钱包的过程，还

得感谢该所新近打造的微警务平

台。

徐先生告诉记者，钱包丢了好

几天了，里头有身份证、港澳通行

证，重新挂失申办还需一段时间，让

他很是着急。“后来一个朋友跟我

说，凤里派出所的微信平台上有失

物招领，不妨去找找看。”果真，他在

该平台上找到了。

凤里派出所民警高警官介绍，

“微信公众号上设置了失物招领专

栏，只要扫描关注，就可以看到上面

的一些寻物寻人信息。”如此一来，

不仅方便群众寻找遗失物品，也减

轻了警力负担。

据介绍，在“互联网+”时代，凤

里派出所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全力

打造的民生警务平台，开辟实时互

动新通道，及时高效回应群众新诉

求。如在平台上开设“开门评警”专

栏，把工作的重点对准群众，把工作

的评判权交给群众；设立了“建议”、

“举报”专栏，在线听民声、答民疑、

解民忧，与群众实时互动沟通。同

时，将“互联网+”民生警务服务平台

打造成“门户”式社区服务平台，真

正将网上公安装入手机里，方便群

众指尖办事。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该平台针

对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寻人寻物等求

助警情，在平台上专门设置了寻人

寻物启事发布、失物招领栏目；针对

户口迁移、交通罚款缴纳、出入境申

请等业务，将平台与福建治安微信

平台、警务微博等各大平台链接，提

供在线咨询、预约、办理等服务；在

出租房屋管理工作中，提供在线申

报、查询等服务；在平台上拓展便民

服务项目，提供开锁、保洁、代驾、维

修等“组团式”社会服务，得到辖区

群众的广泛好评。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杨竹君）

本报讯 21日，杨先生发现不久前才给儿子购置

的苹果5手机不见了，儿子小明（化名）称：“手机被同

学拿走了，如果不给手机就会被打”。杨先生大吃一

惊，连忙向警方报警。

在得知父亲报警后，心虚的儿子赶忙交代：“是

我自己卖掉的！”原来小明觉得自己平时的零花钱太

少，但自己又缺乏经济能力，便萌生了卖手机换钱的

想法。前天，小明偷偷将手机卖掉了。由于害怕父

亲责骂，小明便谎称受到高年级同学的威胁，并被勒

索了手机。

在得知真实情况后，杨先生赶忙打电话向派出

所取消报警，考虑到孩子年纪尚小，警方并未予以追

究责任。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蔡育池）

本报讯 昨天，石狮一男子满身是血向工友求

救，工友无奈报警。

当日，东埔边防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

赴辖区的这家工厂。在现场，民警看到一男子浑身是

血，以为发生刑事案件，急忙开展调查。没想到，该男

子竟然说不用了。原来，该男子是山东人，今年55

岁，因为痔疮发炎肛门掉出。该男子突发奇想，竟然

用玻璃杯想把痔疮塞进肛门，没想到痔疮是进去了，

玻璃杯却拔不出来。于是他找了一把钳子想要把玻

璃杯拽出来。没想到，玻璃杯没出来，却把玻璃杯弄

碎，导致大出血，无奈只能求救。目前，该男子经过石

狮华侨医院救治已无生命危险。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白加龙）

晚晴似火 秀出最美夕阳红

环保部门慰问挂钩帮扶困难户

侨台外事局重阳慰问老归侨

民警探望慰问困难老人

爱心人士给老人发放慰问金

爱心人士给孤寡老人送温暖

重阳节，让我们为老人家洗一次脚

重阳送关爱，情暖老人心

本报讯 会计收到有老板头

像的QQ发来的消息，要求汇款

70万元到一账户。没有辨别真

伪，这名已经工作10多年的洪

会计随即按要求汇款。随后一

小时内，这笔钱迅速被转到西

安、南京、石家庄三地三个不同

人的银行账户上。昨日上午，晋

江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

报了这起电信诈骗案，并将追回

的70万元赃款返还受害者。

8月24日上午9时，晋江青

阳街道一家软件公司女会计洪

某上班时，老板的QQ头像突然

闪动。“‘老板’先问我账户余额，

然后说有一笔往来款，让我转账

给一个账户70万元。”洪某没有

多问，就向在外出差的“老板”转

了70万元。

20分钟后，洪某接到老板

的电话，询问公司为何转出70

万元，她才知道自己被骗，赶紧

报警。

接到报警后，晋江警方立即

行动，查询到转出的钱款被转到

西安、南京、石家庄三地三个不

同人的银行账户上，即刻联系三

地警方与当地银行开展止付工

作，将三个账户冻结，确保账户

“只进不出”。令人庆幸的是，由

于报警及时，洪某转出的70万

元还未被取走。

经查，警方发现嫌疑人可能

是通过加入QQ群，种下木马盗

取QQ号和密码，从聊天记录中

分析出老板的QQ号，然后模拟

老板与会计的聊天习惯，以老板

头像和昵称注册一新QQ号，偷

偷加到会计的QQ好友中，等待

时机，实施诈骗。

为了尽快将这笔钱款追回，

晋江警方对开设可疑账户的3

人先期进行身份核实，发现持卡

人有两名是普通工人、一名学

生。他们的网友以刷信誉需要

银行卡为由，付给酬劳100元不

等让他们帮忙在银行开户。

拿着警方追回的70万元，

洪某百感交集。

据了解，今年1至9月，晋江

警方共破刑事案件5421起；其

中，破八类暴力案件463起，破

现行命案19起，破侵财类案件

3425起，追回涉案财物1961万

元。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庄凌龙）

微警务平台高效回应群众诉求
失物招领专栏替百姓找回钱包

“老板”QQ头像闪了闪 会计被骗70万

市卫计局服务窗口

主动靠前服务
现场审查审批

男子患痔疮满身是血
警民施援手紧急送医

熊孩子
偷卖手机谎称被勒索

人物名片：石狮
市政协委员，石狮市
大帝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工会主席，石
狮市总工会委员会常
委，福建省纺织服装
出口基地商会副会长

吴尔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和蔼可

亲。昨日，记者采访他时，提到服装定制的话题，吴

尔德向记者展示了他为自己量身设计定制的一条

牛仔裤，他解释，裤子后面龙和马的图案代表龙马

精神，裤子前面印有一幅带有他个人形象的卡通漫

画，不会显得不合群，也不会和他人撞衫。吴尔德

对服装定制方面早有研究，他围绕石狮服装产业如

何更好地发展谈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消费者而言，互联网改变了生活方式；对于

企业而言，互联网改变了商业模式。改变未来的十大

科技中，‘个性定制’被排在首位。”吴尔德认为个性化

定制成为势不可当的趋势和潮流，而石狮服装产业要

更好地发展，一方面要深耕本行业，做精做细；另一方

面要根据行业特点寻求模式创新。就大帝集团有限

公司而言，根据公司自身的特点，近年来公司在发展

思路方面逐渐弱化品牌，突出个人的尊贵性，积极研

究服装私人定制商业模式，经过两年的酝酿，去年12

月28日正式对外接受顾客服装私人定制订单。

目前，公司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新模式，

打造了一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西装个性化

定制平台系统，实现“个性化、差异化、国际化、数字

化”服装全工业化流水生产。帝牌整合资源，正式

推出C2B量体定制业务，客户只要线上线下下单，

帝牌量体师立刻待命，承诺72小时内上门量体，

360小时内货品交付，让定制不再奢侈，将石狮服装

产业更好地延续下去。

服装私人订制是石狮服装发展的崭新探索，可

以解决库存压力，针对顾客需求，让每一个消费者

都可以通过最简单的方法，穿上符合自己个性化的

服装。吴尔德觉得，着装应追求品质、品位、个性，

服饰的颜色、尺寸、款式、搭配符合各自的身份。

（记者 欧润珊）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委员风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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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尔德：
服装私人定制的“代言人”


